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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是主角 - 我的時尚生存之道
（施熙瑜見證）
9 月 1 日　星期四　晚上 7:30

施熙瑜是 90 年代著名時裝設計師，曾經為丹麥王妃設
計晚裝，在世界著名設計學院——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取得碩
士學位，97 年及 98 年應法國巴黎時裝展之邀展出其個人系
列，是該年唯一被邀之華裔設計師！但成功背後，她是在公
開考試中被標籤的失敗者，她又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？

與神對話（鄭秀文見證）
9 月 4 日　星期日　晚上 8:00

鄭秀文自 2009 年推出《信望愛》福音專輯，並揭露自
己患上抑鬱症，靠着信仰重生的經歷後，四年來與神同行
的生命中，她經歷怎樣的變化？自言過往內心驕傲，信心
來自工作成功的她，今天又如何面對榮譽、失敗？鄭秀文
與大家分享生命中最大的福氣，如何使她猶如荒漠的生命
變成甘泉？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天經地義
 1:3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2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愛地球觀察站
 4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守候二十年的愛情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天經地義
 11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守候二十年的愛情
 1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2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2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4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 

- 婚姻的藍圖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 

- 我的時尚生存之道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1:30 Music in Love
 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2:30 創世日誌
 3:0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3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 

- 婚姻的藍圖
 4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4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5:0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5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9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10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 

- 婚姻的藍圖
 10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11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11:30 中國天使心 - 守望東北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Music in Love
 1:30 天經地義
 2:00 主日講壇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主日講壇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主日講壇
 10:00 主日講壇
 11:00 主日講壇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1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2:00 Music in Love
 2:3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讓世界感動
 4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真．輪椅武術男

（李志雄見證）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Music in Love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中國天使心 - 深藏國度
 1:30 精密設計百科全書
 2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2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4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Music in Love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中國天使心「守望東北」
 11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
 1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- 保羅腳蹤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守候二十年的愛情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2:30 中國天使心 - 守望東北
 3:00 新的一頁
 3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4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4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創世日誌
 6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 

- 婚姻的藍圖
 7:30 你是主角  

- 我的時尚生存之道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9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9:30 Music in Love
 10:00 你是主角 - 真．輪椅武術男
 10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

- 唯獨基督．乃吾倚靠
 11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1:30 信仰無添加
 11:45 創世情報站

 12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化 - 龍的疑惑

 12:30 Music Eternity
 1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Music in Love
 2:30 喜樂家庭 5
 3:00 你是主角  

- 我的時尚生存之道
 3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4:00 愛地球觀察站
 4:30 天經地義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 

- 婚姻的藍圖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
 7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7:30 新的一頁
 8:00 靈情日記
 8:15 信仰無添加
 8:30 創世情報站
 9:00 Music in Love
 9:30 中國天使心 - 守望東北
 10:00 創世日誌
 10:3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11:00 你是主角  

- 我的時尚生存之道
 11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
 12:0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
 12:30 Music Eternity
 1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2:00 天經地義
 2:30 新的一頁
 3:00 Music in Love
 3:30 創世日誌
 4:00 信仰無添加
 4:15 創世情報站
 4:30 喜樂家庭 5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你是主角  

- 我的時尚生存之道
 6:00 你是主角 - 真．輪椅武術男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愛地球觀察站
 7:3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8:00 中國天使心 - 深藏國度
 8:30 精密設計百科全書
 9:00 中國天使心 - 守望東北
 9:30 刻苦嚐甘 - 聖經中的住棚節
 10:00 創世影院 : 隱形鬥室
 11:30 喜樂家庭 5

 12:00 Music Eternity 
 12:30 In Touch with Dr. Charles 

Stanley 查爾斯 史丹利博士 
- 生命的觸動

 1:00 主日講壇
 2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2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3:0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3:30 Music in Love
 4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4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5:30 如果還有明天 5
 6:00 中國天使心 - 守望東北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你是主角  

- 我的時尚生存之道
 7:30 刻苦嚐甘 - 聖經中的住棚節
 8:00 與神對話
 8:30 奇異設計百科全書
 9:00 創世日誌
 9:30 新的一頁
 10:00 創世影院 : 賭神之神
 11:30 守候二十年的愛情

 12:00 天經地義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中國天使心「守望東北」
 2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3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3:30 新的一頁
 4:00 信仰無添加
 4:15 創世情報站
 4:30 創世日誌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你是主角  

- 我的時尚生存之道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7:30 Music in Love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 9:00 我和牧師有個約會
 9:3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10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0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11:00 喜樂家庭 5
 11:30 你是主角 - 真．輪椅武術男

 12:0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2:30 喜樂家庭 5
 3:00 Music in Love
 3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4:00 創世日誌
 4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信仰無添加
 5:45 創世情報站
 6: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我和牧師有個約會
 7:30 你是主角 -  綠豆小事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愛地球觀察站
 9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9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10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10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 

- 婚姻的藍圖
 11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11:30 新的一頁

SEPTEMBER 九月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1:30 你是主角 -  綠豆小事
 2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2:30 我和牧師有個約會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中國天使心「守望東北」
 4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 綠豆小事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

碼之旅
 1:3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2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愛地球觀察站
 4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我和牧師有個約會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11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我和牧師有個約會
 1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2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2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4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我是一棵小草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1:30 Music in Love
 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2:30 創世日誌
 3:0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3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4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4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5:0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5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9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10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10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11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11:30 「生命的奇蹟」百科全書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Music in Love
 1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2:00 主日講壇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主日講壇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主日講壇
 10:00 主日講壇
 11:00 主日講壇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1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2:00 Music in Love
 2:3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4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綠豆小事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Music in Love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
 1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喜樂家庭 5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2:30 信仰無添加
 2:45 創世情報站
 3:00 你是主角 -  綠豆小事
 3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4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4:30 喜樂家庭 5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愛地球觀察站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你是主角 - 真．輪椅武術男
 7:30 我和牧師有個約會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9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9:30 鐵漢柔情
 10:00 你是主角  

- 我的時尚生存之道
 10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11:00 創世日誌
 11:15 創世情報站
 11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

 1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- 保羅腳蹤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我和牧師有個約會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2:30 中國天使心「守望東北」
 3:00 鐵漢柔情
 3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4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4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創世日誌
 6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7:30 你是主角 - 我是一棵小草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9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9:30 Music in Love
 10:00 你是主角 -  綠豆小事
 10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11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1:30 信仰無添加
 11:45 創世情報站

 12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化 - 龍的疑惑

 12:30 Music Eternity
 1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Music in Love
 2:30 喜樂家庭 5
 3:00 你是主角 - 我是一棵小草
 3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4:00 愛地球觀察站
 4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
 7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7:30 鐵漢柔情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信仰無添加
 8:45 創世情報站
 9:00 Music in Love
 9:30 「生命的奇蹟」百科全書
 10:00 創世日誌
 10:3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11:00 你是主角 - 我是一棵小草
 11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
 12:0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
 12:30 Music Eternity
 1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2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2:30 鐵漢柔情
 3:00 Music in Love
 3:30 創世日誌
 4:00 信仰無添加
 4:15 創世情報站
 4:30 喜樂家庭 5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你是主角 - 我是一棵小草
 6:00 你是主角 -  綠豆小事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愛地球觀察站
 7:3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8:00 與神對話
 8:30 奇異設計百科全書
 9:00 「生命的奇蹟」百科全書
 9:30 刻苦嚐甘 - 聖經中的住棚節
 10:00 創世影院 : 賭神之神
 11:30 喜樂家庭 5

 12:00 Music Eternity 
 12:30 In Touch with Dr. Charles 

Stanley 查爾斯 史丹利博士 
- 生命的觸動

 1:00 主日講壇
 2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2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3:0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3:30 Music in Love
 4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4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5:30 如果還有明天 5
 6:00 「生命的奇蹟」百科全書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你是主角 - 我是一棵小草
 7:30 刻苦嚐甘 - 聖經中的住棚節
 8:00 左右大局的職場信念
 9:30 鐵漢柔情
 10:00 走近 ISIS 受害者
 11:30 我和牧師有個約會

 12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「生命的奇蹟」百科全書
 2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3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3:30 鐵漢柔情
 4:00 信仰無添加
 4:15 創世情報站
 4:30 創世日誌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你是主角 - 我是一棵小草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7:30 Music in Love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 9:00 逆境鬥士
 9:3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10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0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11:00 喜樂家庭 5
 11:30 你是主角 -  綠豆小事

我和牧師有個約會（尹天照見證）
9 月 5 日　星期一　晚上 9:00

經典電視劇《我和殭屍有個約會》，令尹天照一炮而
紅，人生看似一片光明，不久竟走到最低谷。一位原是泛
泛之交的朋友，竟成為上帝差遣給阿照的天使，將他的生
命扭轉。現在，他宣告已跟殭屍一刀兩斷，一生跟隨耶穌 !

創世影院：賭神之神
9 月 4 日　星期日　晚上 10:00

職業賭徒阿紹（王傑飾），有着一個平凡的妻子阿珍
珠（陳松伶飾）、一個對他萬分崇拜的荷官朋友阿輝（杜
汶澤飾），兩年間阿紹由一個寂寞無名的賭徒，變成身家
過憶的亞洲賭皇，名利背後，原來是神秘賭場大亨高俊（李
子雄飾）與阿紹的一個交易——一個自由意志和黑暗勢力
的角力 ! 一切原是要隨着阿昭從 12 樓的住所跳下去結束，
但一個遠方的力量又將他從死亡的另一端挽回來，他的好
友阿輝卻在這個交易裏泥足深陷⋯⋯

9 月 1 日（四） 9 月 2 日（五） 9 月 3 日（六） 9 月 4 日（日） 9 月 5 日（一） 9 月 6 日（二） 9 月 7 日（三） 9 月 8 日（四） 9 月 9 日（五） 9 月 10 日（六） 9 月 11 日（日） 9 月 12 日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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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是主角 - 綠豆小事（黃劍文見證）
9 月 6 日　星期二　晚上 7:30

曾飽經風霜的音樂人黃劍文，在他 26 歲的時候，媽媽
了結自己的生命，痛失摰親的他遊歷各國，以街頭演唱的
方式，與人分享喜樂和生命。這一路走來，上帝是如何帶
領 Kimman 一步一步行音樂之路？他的歌聲又如何牽動着
每個聆聽的人呢？

你是主角 - 我是一棵小草（何燕珊見證）
9 月 8 日　星期四　晚上 7:30

年紀輕輕的燕珊自小就對粵曲情有獨鍾，20 歲拜師文千歲深
造學習，於表演中擔任「花旦」的角色。但上帝卻給這個漂亮女孩
一些特別的歷練，18 歲開始燕珊因肚子疼痛嘔血而入院檢查，自
此醫院儼然成為了家，動過數次手術卻找不出病因，十二年來不斷
的進出醫院，被疾病折磨得幾次產生輕生的念頭。她在惡劣的環境
下，怎樣生出頑強的鬥志？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與神對話
 1:30 奇異設計百科全書
 2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 

- 婚姻的藍圖
 2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4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Music in Love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「生命的奇蹟」百科全書
 11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1:30 你是主角 - 囹圄中的禾場
 2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2:30 逆境鬥士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「生命的奇蹟」百科全書
 4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囹圄中的禾場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1:3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2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愛地球觀察站
 4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逆境鬥士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11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逆境鬥士
 1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2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2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4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重新站出來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1:30 Music in Love
 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2:30 創世日誌
 3:0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3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4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4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5:0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5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9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10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10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11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11:30 不賭的愛 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Music in Love
 1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2:00 主日講壇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主日講壇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主日講壇
 10:00 主日講壇
 11:00 主日講壇

 12:0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 

- 婚姻的藍圖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2:30 喜樂家庭 5
 3:00 Music in Love
 3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4:00 創世日誌
 4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信仰無添加
 5:45 創世情報站
 6: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逆境鬥士
 7:30 你是主角 - 囹圄中的禾場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愛地球觀察站
 9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9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10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10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 

- 婚姻的藍圖
 11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11:30 鐵漢柔情

 1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喜樂家庭 5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2:30 信仰無添加
 2:45 創世情報站
 3:00 你是主角 - 囹圄中的禾場
 3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4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4:30 喜樂家庭 5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愛地球觀察站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你是主角 -  綠豆小事
 7:30 逆境鬥士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9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9:30 不能隔絕的愛 
 10:00 你是主角 - 我是一棵小草
 10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11:00 創世日誌
 11:15 創世情報站
 11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
 1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- 保羅腳蹤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逆境鬥士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2:30 「生命的奇蹟」百科全書
 3:00 不能隔絕的愛 
 3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4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4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創世日誌
 6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7:30 你是主角 - 重新站出來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9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9:30 Music in Love
 10:00 你是主角 - 囹圄中的禾場
 10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11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1:30 信仰無添加
 11:45 創世情報站

 12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化 - 龍的疑惑

 12:30 Music Eternity
 1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Music in Love
 2:30 喜樂家庭 5
 3:00 你是主角 - 重新站出來
 3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4:00 愛地球觀察站
 4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
 7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7:30 不能隔絕的愛 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信仰無添加
 8:45 創世情報站
 9:00 Music in Love
 9:30 不賭的愛 
 10:00 創世日誌
 10:3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11:00 你是主角 - 重新站出來
 11:30 屬靈教室 : 陳錦友牧師 

- 重建家園
 

 12:0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
 12:30 Music Eternity
 1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2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2:30 不能隔絕的愛 
 3:00 Music in Love
 3:30 創世日誌
 4:00 信仰無添加
 4:15 創世情報站
 4:30 喜樂家庭 5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你是主角 - 重新站出來
 6:00 你是主角 - 囹圄中的禾場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愛地球觀察站
 7:3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8:00 左右大局的職場信念
 9:30 「戀愛人生」百科全書
 10:00 走近 ISIS 受害者
 11:30 喜樂家庭 5

 12:00 Music Eternity 
 12:30 In Touch with Dr. Charles 

Stanley 查爾斯 史丹利博士 
- 生命的觸動

 1:00 主日講壇
 2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2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3:0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3:30 Music in Love
 4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4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5:30 如果還有明天 5
 6:00 不賭的愛 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你是主角 - 重新站出來
 7:30 「戀愛人生」百科全書
 8:00 左右大局的職場信念
 9:30 不能隔絕的愛 
 10:00 天使之城
 11:30 逆境鬥士

SEPTEMBER 九月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1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2:00 Music in Love
 2:3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4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囹圄中的禾場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Music in Love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左右大局的職場信念
 2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4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Music in Love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不賭的愛 
 11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

碼之旅
 1: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

之旅 
 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2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愛地球觀察站
 4:30 愛在家中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

碼之旅
 11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1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2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2:30 愛在家中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4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再愛又如何 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
 12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不賭的愛 
 2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3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3:30 不能隔絕的愛 
 4:00 信仰無添加
 4:15 創世情報站
 4:30 創世日誌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你是主角 - 重新站出來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7:30 Music in Love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 9: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9:3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10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0:30 愛在家中
 11:00 喜樂家庭 5
 11:30 你是主角 - 囹圄中的禾場

 12:0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聖地流動教室 情深之旅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2:30 喜樂家庭 5
 3:00 Music in Love
 3:30 愛在家中
 4:00 創世日誌
 4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信仰無添加
 5:45 創世情報站
 6: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7:30 你是主角 - 跑出幽谷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愛地球觀察站
 9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9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10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10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 

- 婚姻的藍圖
 11:00 聖地流動教室  

以色列破謎之旅 
 11:30 不能隔絕的愛 

 1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喜樂家庭 5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2:30 信仰無添加
 2:45 創世情報站
 3:00 你是主角 - 跑出幽谷
 3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4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4:30 喜樂家庭 5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愛地球觀察站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你是主角 - 囹圄中的禾場
 7: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9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9:30 為何不可能
 10:00 你是主角 - 重新站出來
 10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11:00 創世日誌
 11:15 創世情報站
 11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
 1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- 保羅腳蹤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2:30 不賭的愛 
 3:00 為何不可能
 3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4:00 聖地流動教室  

以色列破謎之旅 
 4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創世日誌
 6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7:30 你是主角 - 再愛又如何 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聖地流動教室  

以色列破謎之旅 
 9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9:30 Music in Love
 10:00 你是主角 - 跑出幽谷
 10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11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1:30 信仰無添加
 11:45 創世情報站

 12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化 - 龍的疑惑

 12:30 Music Eternity
 1:00 聖地流動教室  

以色列破謎之旅 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Music in Love
 2:30 喜樂家庭 5
 3:00 你是主角 - 再愛又如何 
 3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4:00 愛地球觀察站
 4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
 7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7:30 為何不可能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信仰無添加
 8:45 創世情報站
 9:00 Music in Love
 9:30 亞洲英雄
 10:00 創世日誌
 10:3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11:00 你是主角 - 再愛又如何 
 11:30 愛在家中

 12:0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
 12:30 Music Eternity
 1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2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2:30 為何不可能
 3:00 Music in Love
 3:30 創世日誌
 4:00 信仰無添加
 4:15 創世情報站
 4:30 喜樂家庭 5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你是主角 - 重新站出來
 6:00 你是主角 - 再愛又如何 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愛地球觀察站
 7:3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8:00 左右大局的職場信念
 9:30 「大富翁」百科全書 
 10:00 天使之城
 11:30 喜樂家庭 5

走近 ISIS 受害者 
9 月 11 日　星期日　晚上 10:00

「伊斯蘭國」（ISIS）的恐怖活動令舉世震驚、譴責，但
新聞所見只是這次全球人道危機的冰山一角。

美國人道學博士及年輕女律師親身前往伊拉克曾被 ISIS
佔據的地區救援，美國創世電視攝製隊在洛杉磯專訪她們，並
獲准播放在伊拉克拍攝的珍貴片段，十數個受害者的真實個
案。

節目由歐錦棠旁白，帶華人觀眾走近有血有肉的受害者。
大家收看之後，亦請為一班受害人仕的需要懇切禱告。

左右大局的職場信念
9 月 11 日　星期日　晚上 8:00

香港社會近年急劇轉變，經濟、民生、發展、誠信，風
波不絕，寸步難行，職場信徒如何在生命中經歷信仰的真實，
在工作中活出基督徒應有本色？教會如何在險惡的職場環境中
成為信徒的牧養和支援呢？主辦方邀請了多位商界人物和牧師
與大家分享基督徒在職場中應該持守的信念。

9 月 13 日（二） 9 月 14 日（三） 9 月 15 日（四） 9 月 16 日（五） 9 月 17 日（六） 9 月 18 日（日） 9 月 19 日（一） 9 月 20 日（二） 9 月 21 日（三） 9 月 22 日（四） 9 月 23 日（五） 9 月 24 日（六）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

之旅 
 1:30 Music in Love
 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2:30 創世日誌
 3:00 愛在家中
 3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4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4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5:0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5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9:30 愛在家中
 10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10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11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11:30 亞洲英雄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愛在家中
 1:30 你是主角 - 跑出幽谷
 2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2: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不賭的愛 
 4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跑出幽谷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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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是主角 - 囹圄中的禾場（李瑋莉見證）
9 月 13 日　星期二　晚上 7:30

十五歲離家出走，自小與「壞」字結伴的瑋莉，無惡不沾：
酗酒、抽菸、吸毒、賭博。十八歲未婚生子，為了生計遠赴
中東表演掙錢，後和朋友經營地下麻雀館，非法賺取金錢，
然而母親因病突然離世，令瑋莉頓失人生方向，迷茫之下向
上帝禱告並得到上帝垂聽，幫助她戒除酒癮、煙癮和賭癮。
豈料不久捲入一場官非當中而被判入獄，在獄中瑋莉以行動
來回應神的恩典，熱心向獄友傳福音，出獄後更與香港基督
教更生會一起服務更生人士，將上帝賜予她的一顆火熱的心
來奉獻擺上給神。

「戀愛人生」百科全書
9 月 17 日　星期六　晚上 9:30

二人墜入愛情，有甜蜜、有辛酸⋯⋯
每一日翻開報章，都有許多關於情色糾紛、家庭暴力

的新聞，有人不禁會問，既然愛過之後，會有如此悲慘的
結局，為何世間上還有許多人不斷尋覓愛、等待愛和渴望
被愛？

《戀愛人生》百科全書輯錄臨床心理學家、《雅歌》
分析專家和著名演藝人對愛情的獨特見解，分析戀愛對人
類生理及心理所起的變化，讓你重新認識戀愛的真諦，尋
找一個有目標的戀愛人生。

SEPTEMBER 九月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Music in Love
 1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2:00 主日講壇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主日講壇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主日講壇
 10:00 主日講壇
 11:00 主日講壇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1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2:00 Music in Love
 2:30 聖地流動教室  

以色列破謎之旅 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4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跑出幽谷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Music in Love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左右大局的職場信念
 2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

之旅 
 4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Music in Love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亞洲英雄
 11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愛在家中
 1:30 你是主角 - 窮得只剩下愛
 2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2: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亞洲英雄
 4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窮得只剩下愛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

密碼之旅
 1: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

之旅 
 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2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愛地球觀察站
 4:30 愛在家中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

密碼之旅
 11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
 12:00 子夜靈修
 1: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1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2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2:30 愛在家中
 3:00 主日講壇
 4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4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5:00 主日講壇
 6:00 靈修早晨
 9:00 你是主角 - 親愛的 BeBe
 9:30 主日講壇
 10:30 靈情日記
 11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1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
 12:00 地球深度行 II  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亞洲英雄
 2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3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3:30 為何不可能
 4:00 信仰無添加
 4:15 創世情報站
 4:30 創世日誌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你是主角 - 再愛又如何 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7:30 Music in Love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 9: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9:3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10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0:30 愛在家中
 11:00 喜樂家庭 5
 11:30 你是主角 - 跑出幽谷

 1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喜樂家庭 5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2:30 信仰無添加
 2:45 創世情報站
 3:00 你是主角 - 跑出幽谷
 3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4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4:30 喜樂家庭 5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愛地球觀察站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你是主角 - 跑出幽谷
 7: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9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9:30 為何不可能
 10:00 你是主角 - 再愛又如何 
 10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11:00 創世日誌
 11:15 創世情報站
 11: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
 1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- 保羅腳蹤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愛地球觀察站
 2:30 亞洲英雄
 3:00 為何不可能
 3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4:00 聖地流動教室  

以色列破謎之旅 
 4:3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創世日誌
 6:0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7:30 你是主角 - 親愛的 BeBe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聖地流動教室  

以色列破謎之旅 
 9:00 如果還有明天 5
 9:30 Music in Love
 10:00 你是主角 - 窮得只剩下愛
 10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11:00 愛地球觀察站
 11:30 信仰無添加 3
 11:45 創世情報站

 12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化 - 龍的疑惑

 12:30 Music Eternity
 1:00 聖地流動教室  

以色列破謎之旅 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Music in Love
 2:30 喜樂家庭 5
 3:00 你是主角 - 親愛的 BeBe
 3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4:00 愛地球觀察站
 4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

- 婚姻的藍圖 
 6:0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6:30 Music Eternity
 7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7:30 為何不可能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信仰無添加 3
 8:45 創世情報站
 9:00 Music in Love
 9:30 亞洲英雄
 10:00 創世日誌
 10:30 屬靈教室 : 劉銳光牧師 

- 羅馬書
 11:00 你是主角 - 親愛的 BeBe
 11:30 愛在家中

9 月 25 日（日） 9 月 26 日（一） 9 月 27 日（二） 9 月 28 日（三） 9 月 29 日（四） 9 月 30 日（五）

 12:00 Music Eternity 
 12:30 In Touch with Dr. Charles 

Stanley 查爾斯 史丹利博士 
- 生命的觸動

 1:00 主日講壇
 2:0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2:30 屬靈教室 : 蒿志強牧師  

- 唯獨基督，乃吾倚靠
 3:00 屬靈教室 : 李盛林牧師 

- 跟隨上帝的人
 3:30 Music in Love
 4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4:30 世界生命之道 : 鄺健雄牧師
 5:30 如果還有明天 5
 6:00 亞洲英雄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你是主角 - 再愛又如何 
 7:30 「大富翁」百科全書 
 8:00 左右大局的職場信念
 9:30 為何不可能
 10:00 創世影院 : 生命揸 Fit 人
 11:45 創世情報站

 12:00 創世主日學堂 : 程蒙恩長老 
- 舊約聖人物大全 - 君王篇

 12:30 Music Eternity 
 1:00 聖地流動教室  

以色列破謎之旅 
 1:30 靈情日記
 2:00 屬靈教室 : 蔡錦圖博士  

- 保羅腳蹤
 2:30 喜樂家庭 5
 3:00 Music in Love
 3:30 愛在家中
 4:00 創世日誌
 4:30 劉彤牧師 

-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
 5:00 靈情日記
 5:30 信仰無添加
 5:45 創世情報站
 6: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- 生命真道
 6:30 Music Eternity 
 7: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
 7:30 你是主角 - 窮得只剩下愛
 8:00 靈情日記
 8:30 愛地球觀察站
 9:00 陳耀南博士 - 福音與中國文

化 - 龍的疑惑
 9:30 地球深度行 II  

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
 10:00 PTU 祈禱行動組 2
 10:30 屬靈教室 : 何偉強牧師  

- 婚姻的藍圖
 11:00 聖地流動教室  

以色列破謎之旅 
 11:30 為何不可能


